
製造業組

事業簡介

友達光電成立於 85 年 8 月原名為達碁科技，90 年與聯友光電合併後更名為友

達光電，95 年再度併購廣輝電子。友達擁有 G3.5 至 G8.5 的完整世代線，導

入 AIoT 智慧製造技術，提供客戶高客製化及高品質的產品服務，109 年合併

營業額為新臺幣 2,709.6 億元，營運據點遍布臺灣、中國大陸、日本、新加

坡、韓國、美國及歐洲等全球各地，目前全球員工約 38,000 人。99 年起，

友達連續入選道瓊世界永續性指數成份股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AU Optronics Corporation (AUO) was formed in 2001 by the merger of 

Acer Display Technology, Inc. (the predecessor of AUO,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6) and Unipac Opt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In 2006, AUO 

acquired Quanta Display Inc. AUO offers clients highly-customized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nks to its comprehensive 

line-up of G3.5 to G8.5 production lines combined with its AIoT 

smar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company's revenue totaled 

NT$270.96 billion in 2020. The company employs approximately 

38,000 people worldwide, including Taiwan, Mainland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he US, and Europe. AUO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in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in 2010 and has been included every year since.

彭双浪 董事長暨執行長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auo.com

行  業  別｜光電業

員工人數｜ 2,300人

地　　址｜桃園市龍潭區渴望園區新和路 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8年

負  責  人｜彭双浪 董事長暨執行長

聯  絡  人｜郭俊顯 經理

電　　話｜ 03-4078800分機 2373

聯絡信箱｜ Travis.Kuo@auo.com

產品或服務｜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FT－ LCD)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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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顯示器產品製造中心一 李忠達 資深廠長

團隊成員｜ 

龍潭廠： 蔣經倫 廠長、林明賢 副理、張家珍 

張祿坤 副廠長、游順掌 副廠長

人資部： 李毓菁 經理、陳大偉 副理、簡素娟 副理 

黃郁淇、謝沛妤、吳嘉芬、廖婉婷、 

鄭秀珍、林泉丞、陳禹、熊御婷、徐薏蕙

安衛部： 郭俊顯 經理、陳威勝 副理、李志斌、 

蔡文賢、吳亞臻

廠務部： 林育男 經理、邱繼亮 副理、林昱承 副理 

徐振福 副理、歐字林 副理、古兆華、 

游原弼、林圻成、林家宏、王鴻智、 

洪勗倫

製造部： 王忠漢 經理、吳錫炎 經理、李寶傑 副理 

朱慶餘 副理、陳勇雄 副理、李若豪、 

林炎峰、林玉婷

工程部： 施金宏 經理、周衡 經理、吳立昇 經理 

古國仕 經理、林奕翰 經理、林宏益  

副理、張至 副理、陳智寬 副理、蔡明發 

副理、梁忠棋 副理、彭江豪、朱鈺凱、

林芳吉

會計部：林芳如 經理、林佩玲 副理、余卉洳

永續管理部：魏憶琳 經理、邱顯盛 副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友達光電綜合考量國際趨勢及相關標準，訂

定企業永續政策，並於 104 年經董事會通過後正

式生效，其涵蓋公司治理、環境及社會等 3 大構

面，共計 12 項，為公司永續發展之最高精神指

引，並據以呼應公司對外公布之企業社會責任守

則，落實邁向永續之路。

•  追求企業永續，重視公司經濟、環境、社會之

經營。

•  嚴守誠信原則，拒絕不當利益、貪腐、賄賂等

行為。

•  關注機會風險，創造客戶、股東、員工及相關

利害關係人之最適利益。

• 力守法規承諾，落實國際倡議及標準。

• 卓越技術發展，促進產品創新及升級。

• 強化夥伴合作，發揮價值鏈之加值影響。

• 提升資源使用，創造循環經濟利基。

• 降低環境負荷，減緩氣候變遷及維持生態平衡。

•  尊重維護人權，重視機會平等、多元發展及勞

工權益。

•  提供友善職場，活化人才及營造健康安全之工

作環境。

• 深根公益活動，落實社會關懷。

• 建構互信對話，重視資訊揭露及傳遞。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友達光電以「超越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共享

價值」為願景目標，緊密串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及企業核心競爭策略、重視價值鏈合作，積極

實踐全球夥伴關係，期待扮演企業永續發展的領

頭羊，致力為創造更多共享價值。企業永續委員

會，每月進行對話、討論及檢視短中長期目標落

實情況，每季向董事長報告以決策重大議題，每

年則依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規範向董事會報告運作

成效。此外，因應新時事議題、CSR 政策與發展

等，以不定期幹事交流會方式進行討論、創意發

想及專案資源溝通。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友達公司透過 CSR 委員會永續製造組各項員

工節水、節能、源頭減量及循環經濟等提案措施

以及產官學合作案，不斷激盪新的技術，並自主

開發建立智慧水網與智慧電網，確保在穩定的生

產良率下，導入新的能資源使用技術，有效降低

每單位面積產品對於能資源的耗用。檢視 103 至

109 年每單位面積產品自來水減量 86.6％，電能

減量 18.4％，廢棄物減量 39.1％，並在 109 年

榮獲全球第一面板業 UL3600循環係數認證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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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攜手價值鏈夥伴於面板生命週期之循環綜效

成果。

103年至 109年每單位面積產品能資源節用 
及廢棄物減量情形

自主研發化學品自動泡版機

建置屋頂型太陽能電廠

增設光阻液回收系統

增設顯影液回收系統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友達龍潭廠 109 年再增設 1 套三塔式廢氣焚

化爐，揮發性有機物排減量 20.4％，此外，透過

增設多道式的洗滌塔，無機酸排放減量 83.3％以

上；在製程用水全回收系統穩定運轉以來，不再

排放任何 1 滴製程水到外部環境，每年節水量相

當於 1.35 座寶山水庫蓄水量。在全回收系統能耗

優化上，透過增設低溫減壓乾燥機，柴油減量達

62.5％，每單位面積產品污泥量下降 19.6％，並

透過友達宇沛將相關技術帶給各界，提供全方位

水處理、製程用水零排放、運轉節能、運轉工程

整合以及智能化能源等多項服務。

107年至 109年每單位面積產品空氣污染物 
排放減量情形

製程用水全回收多效蒸發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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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用水全回收倒極式電透析單元

增設三塔式廢氣焚化爐

增設低溫減壓乾燥機

離子交換樹脂塔最佳化

四、環境參與

友達透過自建 AUO LOHAS APP宣導各項環

保活動與政策，鼓勵同仁響應與投入綠色生活行

動。每年舉辦 Green Party 綠色嘉年華活動為大

地栽種樹苗、贊助清寒學子老實聰明獎學金、直

購當地農產品，並透過中央廚房採用當地良質米

與新鮮蔬菜每日為獨居老人供應愛心便當。AUO 

GreenArk 水資源教育館自 107 年取得環境教育

場所認證，以推廣環境教育課程為主，透過校園

推廣、暑期營隊及成人導覽等多項活動，將水資

源永續理念傳遞社會大眾。友達致力於企業社會

責任，實現企業綠色承諾，在志工活動的領域上

長期深耕，鼓勵員工投入具體行動，友達公司環

境教育志工服勤總時數超過 1,500 小時。近 3 年

來，社群推展觸及人數高達 3,700 多人，並與桃

園 17所場域結盟成為合作夥伴，共同為環境教育

盡一分心力。

近三年環境教育推廣逾 3,700人

GreenArk 水資源教育館

五、其他績優事蹟

• 104年 第 24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銅級

• 104年 減碳行動獎

• 105年 國家永續發展獎

• 105年 第 25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銀級

• 106年 第 26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銀級

• 108年 第 1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2021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019




